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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股票发行基本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股份数量为 5,206,769.0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9.26

元，全部以现金认购，共募集资金 100,282,370.94 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在册股东优先认购情况

截至 2015 年 1 月 7 日，公司在册股东为 4名。本次股票发行中，1名在册

股东参与了优先认购，认购股份数量为 350,467.00 股，认购资金合计

6,749,994.42 元。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数量（股） 认购价格（元/股） 认购金额（元）

1

喀什佰睿吉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50,467.00 19.26 6,749,994.42

注：以上喀什佰睿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的 350,467.00 股中，其中

226,775.00 股为优先认购的份额，123,692.00 股为其在配售上限以外随外部投资者认购的

份额。

（二）外部投资者基本信息及认购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中，8 名外部投资者参与了认购，认购股份数量为

4,856,302.00 股，认购资金合计 93,532,376.52 元。外部投资者的基本情况及

认购情况具体如下：

1、外部投资者基本信息

(1)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 440301103244209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住所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法定代表人 何如

注册资本 人民币 82 亿元

成立日期 1994 年 6 月 30 日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

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

资基金代销；金融产品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2)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 22240000000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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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住所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183-187 号大都会广场 43 楼（4301-4316 房）

法定代表人 孙树明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919,291,464.00 元

成立日期 1994 年 1 月 21 日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

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证

券投资基金托管；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3)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 310000000071276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 浦东新区商城路 618 号

法定代表人 万建华

注册资本 人民币 61 亿元

成立日期 1999 年 8 月 18 日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

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融资融券业务；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代销金融产品业务；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中国证监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4) 上海国君创投证鋆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号 310000000128929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马吉路 2号 1601J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格隆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袁良永）

成立日期 2014 年 7 月 25 日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创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14 年 8 月 25 日，上海国君创投证鋆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实缴出资总额超过人民币 5,000,000.00 元。

(5) 保蓉

姓名 保蓉

身份证号 31010819811013****

根据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共和新路证券营业部于2015年 1月16日出

具的证明，保蓉“交易经验满 2年且资产 500 万以上，符合开通全国中小企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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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转让系统（新三板）的条件。于 2015 年 1 月 16 日开通新三板。”

根据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共和新路证券营业部于2015年 1月16日出

具的对账单，保蓉持有的证券账户资产达 500 万元以上。

(6) 鲁凤喜

姓名 鲁凤喜

身份证号 43020219530103****

根据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商报路证券营业部于2015年 1月22日出具

的证明，鲁凤喜“交易经验满 2年且资产 500 万以上，符合开通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新三板）的条件。于 2015 年 1 月 16 日开通新三板，特此证明。”

根据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商报路证券营业部于2015年 1月22日出具

的对账单，鲁凤喜持有的证券账户资产达 500 万元以上。

(7) 郑珂

姓名 郑珂

身份证号 31010419880124****

根据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区殷高西路证券营业部于 2015 年 1 月

21 日出具的证明，郑珂“交易经验满 2年且符合开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新三板）的条件，于 2014 年 12 月 10 日在东方证券殷高西路营业部申请并

开通新三板账户，成为股转合格投资者，特此证明。”

根据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山区殷高西路证券营业部于 2014 年 12

月 15 日出具的对账单，郑珂持有的证券账户资产达 500 万元以上。

(8) 吴俊锋

姓名 吴俊锋

身份证号 42900619831120****

根据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新港西路证券营业部于2015年 1月26日出

具的证明，吴俊锋“交易经验满 2年且资产 500 万以上，符合开通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的条件。于 2014 年 12 月 4 日开通新三板，并持续满足

新三板开户条件。”

根据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新港西路证券营业部于 2015 年 1 月 5 日出

具的对账单，吴俊锋持有的证券账户资产达 500 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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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部投资者认购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数量（股）
认购价格（元

/股）
认购金额（元）

1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0 19.26 23,112,000.00

2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0 19.26 23,112,000.00

3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50,000 19.26 10,593,000.00

4
上海国君创投证鋆一号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90,000 19.26 11,363,400.00

5 保蓉 882,658 19.26 16,999,993.08

6 鲁凤喜 207,684 19.26 3,999,993.84

7 郑珂 200,000 19.26 3,852,000.00

8 吴俊锋 25,960 19.26 499,989.60

合计 4,856,302.00 93,532,376.52

二、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发行前后股东持股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票发行前 股票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例（％）
限售股数量（股）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限售股数量（股）

1 许帆 38,475,000.00 64.5601 28,856,250.00 38,475,000.00 59.3728 28,856,250.00

2
上海高讯投资

有限公司
9,975,000.00 16.7378 3,325,000.00 9,975,000.00 15.3929 3,325,000.00

3 邱晓鸣 8,550,000.00 14.3467 6,412,500.00 8,550,000.00 13.1940 6,412,500.00

4

喀什佰睿吉股

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595,626.00 4.3554 0 2,946,093.00 4.5463 0

5
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 —— —— 1,200,000.00 1.8518 0

6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 —— —— 1,200,000.00 1.8518 0

7
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 —— —— 550,000.00 0.8487 0

8

上海国君创投

证鋆一号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 —— 590,000.00 0.9105 0

9 保蓉 —— —— —— 882,658.00 1.3621 0

10 鲁凤喜 —— —— —— 207,684.00 0.3205 0

11 郑珂 —— —— —— 200,000.00 0.3086 0

12 吴俊锋 —— —— —— 25,960.00 0.0400 0

合计 59,595,626.00 100.00 38,593,750.00 64,802,395.00 100.00 38,593,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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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制权、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1、股本结构、股东人数变化情况

股份性质

股票发行前 股票发行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1,001,876.00 35.24 26,208,645.00 40.44

有限售条件股

份

1、高管股份 35,268,750.00 59.18 35,268,750.00 54.43

2、个人或基金 - -

3、其他法人 3,325,000.00 5.58 3,325,000.00 5.13

4、其他 - -

小计 38,593,750.00 64.76 38,593,750.00 59.56

总股本 59,595,626.00 100.00 64,802,395.00 100.00

股东人数（个） 4 12

2、资产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货币资金、注册资本及资本公积因募集资金而增加，

其中货币资金增加 100,282,370.94 元，注册资本增加 5,206,769.00 元，资本公

积增加 95,075,601.94 元。公司的流动性及偿债能力将进一步提升。

3、业务结构变化情况

在发行前后公司业务结构未发生变化，仍专注于网络游戏的开发以及运营。

4、控制权变化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许帆直接持有公司 38,475,000.00 股，持股比例为

64.5601%；许帆持有公司第二大股东上海高讯投资有限公司 70%股权，间接控制

公司 9,975,000.00 股；许帆合计控制公司 48,450,000.00 股，占比 81.2979%，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股票发行后，许帆直接持有公司 38,475,000.00 股，持

股比例为 59.3728%；许帆持有公司第二大股东上海高讯投资有限公司 70%股权，

间接控制公司 9,975,000.00 股；许帆合计控制公司 48,450,000.00 股，占比

74.7657%，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并担任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仍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

5、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变化情况

姓名 职务

股票发行前 股票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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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股票发行前 股票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许帆 董事长兼总经理 38,475,000.00 64.5601 38,475,000.00 59.3728

邱晓鸣 董事 8,550,000.00 14.3467 8,550,000.00 13.1940

（三）发行前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情况

项目
2013 年

（股票发行前）

2014 年 1-6 月

（股票发行前）

2014 年 1-6 月

（股票发行后）

基本每股收益 1.54 0.47 0.43

净资产收益率(%) 12.25 11.26 8.0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2.87 4.18 5.39

资产负债率（%） 13.30 7.66 5.59

股票发行前财务指标以 2013 年 12 月 31 日、2013 年 1-12 月、2014 年 6 月

30 日及 2014 年 1-6 月财务数据为基数；股本以 2013 年 12 月 31 日股本数量参

考 2014 年 7 月股票发行及 2014 年 11 月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计算得出。股票发

行后财务指标以 2014 年 6 月 30 日及 2014 年 1-6 月财务数据为基数，加上股票

发行后资产结构变化金额计算得出。

三、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本次新增股份无限售安排。

四、主办券商关于本次发行的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主办券商，对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的结论

性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符合豁免申请核准条件；

公司治理结构基本健全，运作基本规范，不存在违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

管理办法》第二章相关规定的情形；

公司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未发生过因信息披露违规或违法，被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依法采取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被中国证监会采取监管措施或

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公司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

平地披露了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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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

公司在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按照监管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履行了相应的

决策程序，股票发行结果业经具备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验，本次股票

发行过程及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是公司与投资者沟通协商的结果，并经过公司董事会、股

东大会审议，且股票发行对象已经按照发行价格缴付了足额的认购资金，并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验，本次股票发行的定价方式、定价过程公正、公平，定价结果合

法有效。

本次股票发行在册股东优先认购安排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

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的要求。

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意见

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票发行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对本次股

票发行的结论性意见如下：

绿岸股份系合法存续的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公司，符合本次

股票发行的主体资格条件。

绿岸网络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不超过 200 人，根据《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绿岸网络本次股票发行可豁免向中国证

监会申请核准。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人数和资格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规定的条件，具有参与本次股票发行认购的资格。

本次股票发行中，绿岸网络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召集和表决程序符合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绿岸网络

本次发行业已取得现阶段绿岸网络内部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按《信息披露细则》

要求进行了充分的信息披露。股票发行过程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

发行人绿岸网络本次发行结果与《股票发行方案》一致，符合法律、法规及

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九份《上海绿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及增资协议》的各方当事

人主体适格，各方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合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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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已经过

绿岸网络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上述合同合法有效。

本次股票发行的优先认购安排合法有效，不存在侵犯原股东优先认购权的情

形。

绿岸网络本次发行股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

理办法》、《发行业务细则》、《投资者管理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绿岸网络符合发行股票的各项条件，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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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股票发行情况

报告书》的声明及签署页）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

许帆 易桓华 吴海明

陈羽 邱晓鸣

全体监事：

谢玉嫦 叶俊强 沈妍莹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

许帆 易桓华 吴海明

陈羽 王琼

上海绿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3 月 3 日


